
2020-12-29 [As It Is] Some US States Seek Medical Students to Give
COVID-19 Vaccines 词频表词频表

1 the 33 [ði/ ðə] art.这；那 adv.更加（用于比较级，最高级前）

2 to 28 [强 tu:, 弱 tu, 辅音前弱tə, t] adv.向前；（门等）关上 prep.到；向；（表示时间、方向）朝…方向 n.(To)人名；(柬)多；(中)脱(普
通话·威妥玛)

3 and 19 [强 ænd, 弱 ənd, ən] conj.和，与；就；而且；但是；然后 n.(And)人名；(土、瑞典)安德

4 of 15 [ɔv, əv, v, f] prep.关于；属于；…的；由…组成的

5 are 11 [强ɑ:, 弱ə] v.是（be的第二人称单复数现在式） n.公亩 n.(Are)人名；(意、西、芬)阿雷

6 for 10 [强 fɔ:, 弱fə] prep.为，为了；因为；给；对于；至于；适合于 conj.因为

7 covid 9 abbr.冠状病毒 (Corona Virus Disease)

8 workers 9 ['wɜːkəz] n.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.

9 medical 8 ['medikəl] adj.医学的；药的；内科的 n.医生；体格检查

10 or 8 conj.或，或者；还是；要不然 n.(Or)人名；(中)柯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奥；(土、匈、土库、阿塞、瑞典)奥尔

11 students 7 [st'juːdnts] 学生

12 first 6 [fə:st] adv.第一；首先；优先；宁愿 n.第一；开始；冠军 adj.第一的；基本的；最早的 num.第一 n.(First)人名；(英)弗斯
特；(捷)菲尔斯特

13 from 6 [强frɔm, 弱frəm] prep.来自，从；由于；今后 n.(From)人名；(瑞典、丹、德)弗罗姆

14 give 6 [giv] vt.给；产生；让步；举办；授予 n.弹性；弯曲；伸展性 vi.捐赠；面向；有弹性；气候转暖 n.(Give)人名；(意)吉韦

15 have 6 [hæv, 弱həv, əv, v] vt.有；让；拿；从事；允许 aux.已经 n.(Have)人名；(芬)哈韦；(德)哈弗

16 in 6 [in] prep.按照（表示方式）；从事于；在…之内 adv.进入；当选；（服装等）时髦；在屋里 adj.在里面的；时髦的 n.执政
者；门路；知情者 n.(In)人名；(中)演(广东话·威妥玛)；(柬)殷(用于名字第一节)，因；(日)寅(名)

17 is 6 [iz, z, s] v.是（be的三单形式） n.存在

18 some 6 adj.一些；某个；大约；相当多的 pron.一些；若干；其中的一部分；（数量不确切时用）有些人 adv.非常；相当；<美>
稍微

19 vaccines 6 疫苗程序

20 as 5 [æz] conj.因为；随着；虽然；依照；当…时 prep.如同；当作；以…的身份 adv.同样地；和…一样的

21 at 5 prep.在（表示存在或出现的地点、场所、位置、空间）；以（某种价格、速度等）；向；达；因为；朝；忙于 n.阿特（老
挝货币基本单位att）；[化]砹（极不稳定放射性元素） abbr.密封的（airtight）；气温（airtemperature）

22 healthcare 5 ['helθkeə] 保健

23 new 5 [nju:, nu:] adj.新的，新鲜的；更新的；初见的 adv.新近 n.(New)人名；(英)纽

24 nursing 5 ['nə:siŋ] n.护理；看护；养育 v.看护；养育（nurse的ing形式）

25 On 5 [ɔn, ɔ:n, ən, n] adv.向前地；作用中，行动中；继续着 prep.向，朝……；关于；在……之上；在……时候 adj.开着的；发生着
的，正在进行中 n.(On)人名；(日)温(姓、名)；(缅、柬、印)翁

26 States 5 n.州，国家（state的复数形式） vt.声明（stat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；陈述

27 their 5 [ðεə, 弱ðər] pron.他们的，她们的；它们的 n.(Their)人名；(英)蒂尔；(芬、瑞典)泰尔

28 it 4 [ɪt] pron.[指无生命的东西、动物、植物]它；这；那 pron.指已提到或将提及的事物、活动、经验、抽象观念等 pron.在不分性
别或情况不详时指代 pron.作无人称动词的主语，表示天气、时日、距离、状态、温度等等 abbr.信息技术
informationtechnology

29 more 4 [mɔ:] adv.更多；此外；更大程度地 adj.更多的；附加的 pron.更多的数量 n.更多 n.(More)人名；(英、法)莫尔；(意、西、
以)莫雷

30 shots 4 英 [ʃɒt] 美 [ʃɑ tː] n. 注射；投篮；发射；拍摄；开枪；子弹 adj. (织物)闪色的；精疲力尽的；完了的 动词shoot的过去式和过
去分词.

31 training 4 ['treiniŋ] n.训练；培养；瞄准；整枝 v.训练；教养（train的ing形式）

32 volunteers 4 英 [ˌvɒlən'tɪə(r)] 美 [ˌvɑ lːən'tɪr] n. 志愿者；(自行生长的)植物 v. (自愿)做

33 will 4 [wɪl] n.意志；决心；情感；遗嘱；意图；心愿 vt.决心要；遗赠；用意志力使 vi.愿意；下决心 aux.将；愿意；必须

34 adj 3 abbr. (=adjuvant disease) 佐剂病；（=adjective）形容词

35 but 3 [强 bʌt, 弱 bət, bʌt] conj.但是；而是；然而 adv.仅仅，只 prep.除…以外 n.(But)人名；(俄、罗)布特；(越)笔

36 department 3 [di'pɑ:tmənt] n.部；部门；系；科；局

37 doses 3 英 [dəʊs] 美 [doʊs] n. 剂量；一剂；一服 vt. 给 ... 服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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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 drug 3 [drʌg] n.药；毒品；麻醉药；滞销货 vt.使服麻醉药；使服毒品；掺麻醉药于 vi.吸毒 n.(Drug)人名；(罗)德鲁格

39 has 3 v.有，吃，得到，从事，允许，雇用，享有（have的第三人称单数）；（亲属关系中）接受；拿；买到

40 health 3 [helθ] n.健康；卫生；保健；兴旺

41 Indiana 3 [,indi'ænə] n.印第安纳州（美国中部的州）

42 million 3 ['miljən] n.百万；无数 adj.百万的；无数的 num.百万 n.(Million)人名；(法、罗、埃塞)米利翁

43 one 3 [wʌn] pron.一个人；任何人 adj.一的；唯一的 n.一 num.一；一个 n.(One)人名；(老)温

44 responder 3 [ri'spɔndə] n.响应器；回答者

45 reuters 3 ['rɔitəz] n.路透社（英国）

46 so 3 ['səu, 弱 sə] adv.如此，这么；确是如此 conj.所以；因此 pron.这样 n.(So)人名；(柬)索

47 someone 3 ['sʌm,wʌn, -wən] pron.有人，某人

48 something 3 ['sʌmθiŋ] pron.某事；某物 n.重要的人；值得重视的事 adv.非常；有点；大约 adj.大约；有点象

49 that 3 [ðæt, 弱ðət, ðt] pron.那；那个 adv.那么；那样 conj.因为；以至于 adj.那；那个 n.(That)人名；(德)塔特

50 this 3 [ðis, 弱ðəs] pron.这；这个；这里 adj.这；本；这个；今 adv.这样地；这么 n.(This)人名；(法)蒂斯

51 university 3 [,ju:ni'və:səti] n.大学；综合性大学；大学校舍

52 vaccination 3 [,væksi'neiʃən] n.接种疫苗；种痘

53 vaccine 3 ['væksi:n] n.疫苗；牛痘苗 adj.疫苗的；牛痘的

54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

55 York 3 [jɔ:k] n.约克郡；约克王朝

56 across 2 [ə'krɔs, ə'krɔ:s] prep.穿过；横穿 adv.横过；在对面

57 action 2 ['ækʃən] n.行动；活动；功能；战斗；情节 n.(Action)人名；(英)埃克申

58 all 2 [ɔ:l] adj.全部的 adv.全然地；越发 n.全部 pron.全部 n.(All)人名；(瑞典)阿尔；(英)奥尔

59 an 2 art.一（在元音音素前）

60 area 2 ['εəriə] n.区域，地区；面积；范围 n.(Area)人名；(西)阿雷亚

61 Armen 2 阿尔缅

62 arrived 2 [a'raɪvd] adj. 到达的 动词arri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63 because 2 [bi'kɔz] conj.因为

64 been 2 [bi:n] v.是，有（be的过去分词） n.(Been)人名；(挪)贝恩

65 can 2 vt.将…装入密封罐中保存 aux.能；能够；可以；可能 n.罐头；（用金属或塑料制作的）容器；（马口铁或其他金属制作
的）食品罐头

66 Clough 2 [klʌf] n.深谷，峡谷；水闸 n.(Clough)人名；(法)克卢；(英、西)克拉夫

67 crucial 2 ['kru:ʃəl] adj.重要的；决定性的；定局的；决断的

68 December 2 [di'sembə] n.十二月

69 departments 2 [dɪ'pɑ tːmənts] 政府部门

70 encourage 2 [in'kʌridʒ] vt.鼓励，怂恿；激励；支持

71 essential 2 [i'senʃəl] adj.基本的；必要的；本质的；精华的 n.本质；要素；要点；必需品

72 extremely 2 [ik'stri:mli] adv.非常，极其；极端地

73 far 2 [fɑ:] adv.很；遥远地；久远地；到很远的距离；到很深的程度 adj.远的；久远的 n.远方 n.(Far)人名；(德、西、塞)法尔

74 frontline 2 ['frʌntlain] n.前线；锋线（包括大前锋，小前锋，中锋）

75 giving 2 ['gɪvɪŋ] n. 给予；给予物 动词give的现在分词.

76 great 2 [greit] adj.伟大的，重大的；极好的，好的；主要的 n.大师；大人物；伟人们

77 hands 2 n.[解剖]手（hand的复数） v.给，传递（hand的单三形式） n.(Hands)人名；(英)汉兹

78 help 2 [help] vt.帮助；促进；治疗；补救 n.帮助；补救办法；帮忙者；有益的东西 vi.帮助；有用；招待 n.(Help)人名；(芬)海尔
普

79 hospitals 2 ['hɒspɪtlz] 医院

80 important 2 [im'pɔ:tənt] adj.重要的，重大的；有地位的；有权力的

81 its 2 [its] pron.它的 n.(Its)人名；(俄)伊茨

82 looking 2 ['lukiŋ] adj.有…相貌的；有…样子的

83 make 2 [meik] vt.使得；进行；布置，准备，整理；制造；认为；获得；形成；安排；引起；构成 vi.开始；前进；增大；被制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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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.制造；构造；性情 n.(Make)人名；(塞、南非)马克

84 medicine 2 ['medisin] n.药；医学；内科；巫术 vt.用药物治疗；给…用药

85 millions 2 ['mɪliənz] n. 数百万；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.

86 moderna 2 莫德尔纳

87 online 2 adj.联机的；在线的 adv.在线地

88 only 2 ['əunli] adv.只，仅仅；不料 adj.唯一的，仅有的；最合适的 conj.但是；不过；可是

89 our 2 ['auə, ɑ:] pron.我们的

90 ready 2 ['redi] adj.准备好；现成的；迅速的；情愿的；快要…的 n.现款；预备好的状态 adv.迅速地；预先 vt.使准备好 n.(Ready)
人名；(英)雷迪

91 received 2 [ri'si:vd] adj.被一般承认的；被认为标准的 v.收到；接受；迎接（receive的过去分词）

92 said 2 adj.上述的，该 v.说（s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n.(Said)人名；(西、塞、哈萨克、乌兹、吉尔、塔吉、土库、阿塞、阿拉
伯)赛义德

93 spokeswoman 2 ['spəuks,wumən] n.女代言人，女代言人

94 state 2 [steit] n.国家；州；情形 vt.规定；声明；陈述 adj.国家的；州的；正式的 n.(State)人名；(罗、瑞典)斯塔特；(英)斯泰特

95 story 2 ['stɔ:ri] n.故事；小说；新闻报道；来历；假话 vt.用历史故事画装饰 vi.说谎 n.(Story)人名；(英)斯托里

96 supervision 2 [,sju:pə'viʒən] n.监督，管理

97 support 2 [sə'pɔ:t] vt.支持，支撑，支援；扶持，帮助；赡养，供养 n.支持，维持；支援，供养；支持者，支撑物

98 tangible 2 ['tændʒəbl] adj.有形的；切实的；可触摸的 n.有形资产

99 than 2 [ðæn, 弱ðən, ðn] conj.比（用于形容词、副词的比较级之后）；除…外（用于other等之后）；与其…（用于rather等之后）；
一…就（用于nosooner等之后） prep.比；超过 n.(Than)人名；(老、柬、德)坦；(缅)丹

100 there 2 [ðεə, 弱ðə, ðr] adv.在那里；在那边；在那点上 int.你瞧 n.那个地方

101 they 2 [ðei, 弱ðe] pron.他们；它们；她们

102 time 2 [taim] n.时间；时代；次数；节拍；倍数 vt.计时；测定…的时间；安排…的速度 adj.定时的；定期的；分期的 n.(Time)人
名；(俄)季梅；(英)泰姆；(罗)蒂梅

103 told 2 [təuld] v.告诉（tell的过去式）；讲述

104 trained 2 [treɪnd] adj. 训练过的 动词tra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05 turn 2 vt.转动，使旋转；转弯；翻过来；兑换 vi.转向；转变；转动 n.转弯；变化；(损害或有益于别人的)行为，举动，举止 n.
(Turn)人名；(德、匈)图恩

106 us 2 pron.我们

107 we 2 [wi:弱 wi] pron.我们（主格）；笔者，本人（作者或演讲人使用）；朕，寡人 n.(We)人名；(缅)韦

108 with 2 [wið, wiθ] prep.用；随着；支持；和…在一起 n.(With)人名；(德、芬、丹、瑞典)维特

109 able 1 ['eibl] adj.能；[经管]有能力的；能干的 n.(Able)人名；(伊朗)阿布勒；(英)埃布尔

110 about 1 [ə'baut] prep.关于；大约 adj.在附近的；四处走动的；在起作用的 adv.大约；周围；到处 n.大致；粗枝大叶；不拘小节
的人 n.(About)人名；(法)阿布

111 acted 1 ['æktɪd] v. 行动；假装；表演；扮演；充当（动词a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

112 actively 1 ['æktɪvli] adv. 积极地；活跃地；勤奋的

113 adapted 1 [ə'dæptɪd] adj. 适合的 动词ada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14 administration 1 [əd,mini'streiʃən] n.管理；行政；实施；行政机构

115 against 1 [ə'genst, ə'geinst] prep.反对，违反；靠；倚；防备 adj.不利的；对立的

116 agency 1 ['eidʒənsi] n.代理，中介；代理处，经销处

117 almost 1 ['ɔ:lməust] adv.差不多，几乎

118 already 1 [ɔ:l'redi] adv.已经，早已；先前

119 americans 1 n. 美国人；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.

120 amount 1 [ə'maunt] vi.总计，合计；相当于；共计；产生…结果 n.数量；总额，总数

121 andrew 1 ['ændru:] n.安德鲁（男子名）

122 angeles 1 ['ændʒələs] n.安杰利斯（姓氏）；天使城（菲律宾地名）

123 another 1 [ə'nʌðə] adj.又一，另一；另外的；不同的 pron.另一个；又一个 prep.另一个；另一个人

124 approved 1 [ə'pru:vd] adj.被认可的；经过检验的 v.核准；认可（approve的过去式）

125 around 1 [ə'raund] adv.大约；到处；在附近 prep.四处；在…周围

126 asking 1 ['ɑ:skiŋ] n.请求 v.问（ask的现在分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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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7 assistance 1 [ə'sistəns] n.援助，帮助；辅助设备

128 back 1 n.后面；背部；靠背；足球等的后卫；书报等的末尾 vt.支持；后退；背书；下赌注 vi.后退；背靠；倒退 adv.以前；向
后地；来回地；上溯；回来；回原处 adj.后面的；过去的；拖欠的 n.(Back)人名；(西、英、德、法、瑞典、捷)巴克

129 be 1 vt.是；有，存在；做，成为；发生 n.(Be)人名；(缅)拜；(日)部(姓)；(朝)培；(中非)贝

130 before 1 [bi'fɔ:] prep.在…之前，先于 adv.以前；在前 conj.在…以前；在…之前

131 began 1 [bi'gæn] v.开始；创建；着手于（begin的过去式） n.(Began)人名；(塞)贝甘

132 beginning 1 [bi'giniŋ] n.开始；起点 v.开始；创建（begin的ing形式）

133 being 1 ['bi:ŋ] n.存在；生命；本质；品格 adj.存在的；现有的

134 bellon 1 拜隆

135 best 1 [best] n.最好的人，最好的事物；最佳状态 adj.最好的 adv.最好地 vt.打败，胜过 n.(Best)人名；(英、西、德、葡、法)贝斯
特

136 Bryan 1 ['braiən] n.布赖恩（男子名）

137 busy 1 ['bizi] adj.忙碌的；热闹的；正被占用的 vt.使忙于 n.(Busy)人名；(匈)布希；(法)比西

138 California 1 [,kæli'fɔ:njə] n.加利福尼亚（美国一个州）

139 called 1 [kɔː l] vt. 呼叫；打电话；把 ...称为 n. 打电话；访问；召唤；呼叫；把 ... 看作 vi. 呼叫；(短暂的)拜访

140 campuses 1 ['kæmpəs] n. 校园；场地 adj. 校园的

141 cases 1 [keɪsɪs] n.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.

142 caused 1 [kɔː zd] v. 引起；使发生（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）

143 centering 1 ['sentəriŋ] n.置于中心；[机]定中心

144 centers 1 英 ['sentə] 美 ['sentər] n. 中心；集中点 v. 居中；使集中 =centre<英>

145 changed 1 [tʃeɪndʒd] adj.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146 co 1 abbr.一氧化碳（carbonmonoxide）；哥伦比亚（Colombia）；现付票（CashOrder）；货源证书（CertificateofOrigin） n.(Co)
人名；(中)措(藏语·汉语拼音)

147 comments 1 ['kɒments] n. 评论；意见；注解；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.

148 confident 1 ['kɔnfidənt] adj.自信的；确信的

149 conflict 1 [kən'flikt, 'kɔnflikt] n.冲突，矛盾；斗争；争执 vi.冲突，抵触；争执；战斗

150 continue 1 [kən'tinju:] vi.继续，延续；仍旧，连续 vt.继续说…；使…继续；使…延长

151 cooperating 1 英 [kəʊ'ɒpəreɪtɪŋ] 美 [koʊ'ɒpəreɪtɪŋ] adj. 共同运转的 动词cooperat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152 costs 1 ['kɒsts] n. 费用；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.

153 country 1 n.国家，国土；国民；乡下，农村；乡村；故乡 adj.祖国的，故乡的；地方的，乡村的；国家的；粗鲁的；乡村音
乐的

154 cuomo 1 科莫（人名）

155 current 1 ['kʌrənt] adj.现在的；流通的，通用的；最近的；草写的 n.（水，气，电）流；趋势；涌流 n.(Current)人名；(英)柯伦
特

156 dead 1 [ded] adj.无生命的；呆板的；废弃了的 adv.完全地 n.死者

157 determined 1 [di'tə:mind] adj.决定了的；坚决的 v.决定；断定（determine的过去分词）

158 difficult 1 ['difikəlt] adj.困难的；不随和的；执拗的

159 directing 1 [də'rekt] adj. 直接的；笔直的；坦白的 v. 对准；指挥；指示；命令

160 do 1 n.要求；规定；C大调音阶中的第一音 v.做；干；学习；研究；进行；完成；解答；整理；算出；引起；行过 aux.助动词
（构成疑问句和否定句）；（代替动词）；（用于加强语气） vi.行，足够；生长 n.（英）多（人名Dorothea和Dorothy的昵
称） n.（口语）事件；（主英国口语）诈骗；（主英国、新西兰口语）宴会；（口语）必须做到的事情

161 does 1 [dʌz] v.做；工作；有用（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） n.(Does)人名；(荷)杜斯

162 done 1 adj.已完成的；做好了的；煮熟的；合乎礼仪的；合乎规矩 int.表示接受建议 v.做（do的过去分词） n.（西、罗）多内
（人名）；（英）多恩（人名）

163 dose 1 [dəus] n.剂量；一剂，一服 vi.服药 vt.给药；给…服药 n.(Dose)人名；(德)多泽；(意、西、葡、塞)多塞；(英)多斯

164 drive 1 [draiv] vi.开车；猛击；飞跑 vt.推动，发动（机器等）；驾驶（马车，汽车等）；驱赶 n.驱动器；驾车；[心理]内驱力，
推进力；快车道

165 during 1 ['djuəriŋ] prep.在…的时候，在…的期间 n.(During)人名；(法)迪兰；(瑞典、利比)杜林

166 duties 1 [djː tɪs] n. 税；职责 名词duty的复数形式.

167 easily 1 ['i:zili] adv.容易地；无疑地

168 economic 1 [,i:kə'nɔmik] adj.经济的，经济上的；经济学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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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9 editor 1 ['editə] n.编者，编辑；社论撰写人；编辑装置

170 efforts 1 ['efəts] 努力

171 emergency 1 [i'mə:dʒənsi] n.紧急情况；突发事件；非常时刻 adj.紧急的；备用的

172 encourages 1 英 [ɪn'kʌrɪdʒ] 美 [ɪn'kɜ rːɪdʒ] vt. 鼓励；促进；支持

173 end 1 [end] n.结束；目标；尽头；末端；死亡 vi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vt.结束，终止；终结 n.(End)人名；(英、德)恩德

174 English 1 ['iŋgliʃ] adj.英国人的；英国的；英文的 n.英语；英国人；英文；英格兰人 vt.把…译成英语

175 even 1 ['i:vən] adj.[数]偶数的；平坦的；相等的 adv.甚至；即使；还；实际上 vt.使平坦；使相等 vi.变平；变得可比较；成为相
等 n.(Even)人名；(法)埃旺；(德)埃文；(英)埃文

176 expand 1 [ik'spænd] vt.扩张；使膨胀；详述 vi.发展；张开，展开

177 expected 1 [iks'pektid] adj.预期的；预料的 v.预期；盼望（expect的过去分词）

178 expecting 1 [ɪk'spekt] v. 预期；期待；盼望

179 facebook 1 ['feɪsbʊk] n. 肖像影集；脸谱网或脸书网（知名社交网站） v. 在脸书网页上寻找

180 family 1 n.家庭；亲属；家族；子女；[生]科；语族；[化]族 adj.家庭的；家族的；适合于全家的

181 fares 1 ['feəz] n. 车费；船费；运费 名词fare的复数形式.

182 FDA 1 [ˌefdiː 'eɪ] abbr. 食品及药物管理局(=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)

183 February 1 ['februəri] n.二月

184 Federal 1 ['fedərəl] adj.联邦的；同盟的 n.北部联邦同盟盟员；北京连邦软件产业发展公司，国内主要的正版软件经销商 n.
(Federal)人名；(英)费德勒尔

185 felt 1 [felt] n.毡；毡制品 vi.粘结 vt.使粘结；把…制成毡 v.感觉（feel的过去式） n.(Felt)人名；(英、罗、芬、捷、瑞典)费尔特

186 Fields 1 n.域，字段；场设置（field复数形式） v.使上场（field的单三形式） n.(Fields)人名；(德、英、葡)菲尔茨

187 fighting 1 ['faitiŋ] adj.战斗的；好战的；适于格斗的 n.战斗，搏斗 v.奋斗（fight的ing形式）；打仗；与…进行拳击

188 finally 1 ['fainəli] adv.最后；终于；决定性地

189 fire 1 ['faiə] n.火；火灾；炮火；炉火；热情；激情；磨难 vt.点燃；解雇；开除；使发光；烧制；激动；放枪 vi.着火；射击；开
枪；激动；烧火

190 firefighters 1 ['faɪə̩ faɪtəz] n. 消防员（firefighter的复数）

191 flu 1 [flu:] n.流感 n.(Flu)人名；(法)弗吕

192 food 1 [fu:d] n.食物；养料

193 fourth 1 [fɔ:θ] adj.第四的，第四个的；四分之一的 n.第四，月的第四日；四分之一 num.第四

194 goal 1 [gəul] n.目标；球门，得分数；终点 vi.攻门，射门得分

195 government 1 ['gʌvənmənt] n.政府；政体；管辖

196 governor 1 ['gʌvənə] n.主管人员；统治者，管理者；[自]调节器；地方长官

197 had 1 v.有；吃；得到（动词ha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） aux.已经（用于过去完成时和过去完成进行时）

198 harder 1 [ha:də] adj.更难的；更努力的；更坚固的（hard的比较级） n.(Harder)人名；(英、德、瑞典)哈德

199 harm 1 [hɑ:m] n.伤害；损害 vt.伤害；危害；损害 n.(Harm)人名；(德)哈尔姆

200 he 1 [hi:, 弱 hi, i:, i] n.男孩，男人；它（雄性动物） pron.他 n.(He)人名；(日)户(姓)；(朝)海；(柬)赫

201 hear 1 [hiə] vt.听到，听；听说；审理 vi.听；听见

202 hope 1 [həup] n.希望；期望；信心 vt.希望；期望 vi.希望；期待；信赖 n.(Hope)人名；(印)霍普；(法)奥普；(西)奥佩

203 hopeful 1 ['həupful] adj.有希望的；有前途的 n.有希望成功的人

204 hoping 1 ['həʊpɪŋ] n. 希望 动词hope的现在分词形式.

205 hospitalization 1 [,hɔspitəlai'zeiʃən, -li'zei-] n.住院治疗；医院收容；住院保险（等于hospitalizationinsurance）

206 hour 1 ['auə] n.小时；钟头；课时；…点钟 n.(Hour)人名；(法)乌尔；(柬)胡

207 how 1 [hau] adv.如何；多少；多么 n.方法；方式 conj.如何 n.(How)人名；(英)豪

208 inc 1 abbr. 公司(=incorporated )

209 incentive 1 [in'sentiv] n.动机；刺激 adj.激励的；刺激的

210 incentives 1 [ɪn'sentɪvz] n. 激励某人做某事的事物；诱因；激励（名词incentive的复数形式）

211 increased 1 [ɪn'kriː st] adj.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12 industry 1 ['indəstri] n.产业；工业；勤勉

213 involving 1 [ɪn'vɒlvɪŋ] adj. 包括的 动词involve的现在分词.

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.voase.cn

http://www.voase.cn/


214 January 1 ['dʒænjuəri] n.一月

215 large 1 [lɑ:dʒ] adj.大的；多数的；广博的 adv.大大地；夸大地 n.大 n.(Large)人名；(英)拉奇；(法)拉尔热

216 laws 1 [lɔ:z] n.法律；规章（law的复数） n.(Laws)人名；(英)劳斯

217 learning 1 ['lə:niŋ] n.学习；学问 v.学习（learn的现在分词）

218 least 1 [li:st] adj.最小的；最少的（little的最高级） adv.最小；最少 n.最小；最少

219 left 1 adj.左边的；左派的；剩下的 adv.在左面 n.左边；左派；激进分子 v.离开（leave的过去式）

220 let 1 [let] vt.允许，让；出租；假设；妨碍 vi.出租；被承包 n.障碍；出租屋 n.(Let)人名；(缅)莱；(俄)莱特

221 like 1 [laik] vt.喜欢；想；愿意 vi.喜欢；希望 prep.像；如同 adj.同样的；相似的 n.爱好；同样的人或物 adv.可能 conj.好像

222 limited 1 ['limitid] adj.有限的 n.高级快车

223 live 1 [lɪv,lʌɪv] adj.活的；生动的；实况转播的；精力充沛的 vt.经历；度过 vi.活；居住；生存 n.(Live)人名；(法)利夫

224 local 1 ['ləukəl] n.[计]局部；当地居民；本地新闻 adj.当地的；局部的；地方性的；乡土的

225 Los 1 [lɔ:s] abbr.视线（LineofSight）；月球轨道航天器（LunarOrbiterSpacecraft） n.(Los)人名；(匈)洛什；(俄、西、瑞典、塞、
英)洛斯

226 lost 1 [lɔst, lɔ:st] adj.失去的；丧失的；迷惑的 v.遗失（lose的过去分词）；失败

227 lowering 1 ['lauəriŋ] adj.使低劣的；昏暗的；减少体力的

228 Lynn 1 [lin] n.林恩（姓氏）

229 mainly 1 ['meinli] adv.主要地，大体上

230 makers 1 n. 迈克（美国一家公司）

231 many 1 ['meni] pron.许多；许多人 adj.许多的 n.(Many)人名；(法)马尼

232 Massachusetts 1 [,mæsə'tʃu:sits] n.马萨诸塞州（美国）

233 means 1 n.手段；方法；财产 v.意思是；打算（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）[复数means]

234 medically 1 ['medikli] adv.医学上地；医药上地

235 melissa 1 [mə'lisə] n.梅利莎（女子名）；蜜蜂花

236 Members 1 ['membəz] n. 成员；会员；四肢；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.

237 minutes 1 ['mɪnɪts] n. 分钟；会议记录 名词minute的复数形式.

238 month 1 [mʌnθ] n.月，一个月的时间

239 nearly 1 ['niəli] adv.差不多，几乎；密切地

240 necessary 1 ['nesisəri] adj.必要的；必需的；必然的 n.必需品 n.(Necessary)人名；(英)内塞瑟里

241 need 1 [ni:d] n.需要，要求；缺乏；必要之物 vt.需要 vi.需要

242 needed 1 ['niː dɪd] adj.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243 newly 1 ['nju:li] adv.最近；重新；以新的方式

244 news 1 [nju:z, nu:z] n.新闻，消息；新闻报导

245 Nicholas 1 ['nikələs] n.尼古拉斯（男子名）

246 normal 1 adj.正常的；正规的；标准的 n.正常；标准；常态；法线（数学） n.(Normal)人名；(德)诺马尔

247 not 1 adv.表示否定，不 n.“非”（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）

248 now 1 [nau] adv.现在；如今；立刻 adj.现在的 n.现在；目前 conj.由于；既然

249 Numbers 1 n.民数记（旧约圣经的第四卷） n.Numbers表格

250 off 1 [ɔ:f, ɔf] prep.离开；脱落 adv.切断；走开 adj.远离的；空闲的

251 offering 1 ['ɔfəriŋ, 'ɔ:-] n.提供；祭品；奉献物；牲礼 v.提供（offer的ing形式）

252 officials 1 [ə'fɪʃls] n.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.

253 other 1 ['ʌðə] adj.其他的，另外的 pron.另外一个

254 out 1 [aut] adv.出现；在外；出局；出声地；不流行地 adj.外面的；出局的；下台的 n.出局 prep.向；离去 vi.出来；暴露 vt.使熄
灭；驱逐

255 over 1 ['əuvə] adv.结束；越过；从头到尾 prep.越过；在…之上；遍于…之上 adj.结束的；上面的 vt.越过 n.(Over)人名；(俄、
西、土)奥韦尔

256 overcrowded 1 [,əuvə'kraudid] adj.过度拥挤的 v.拥挤（overcrowd的过去分词）

257 page 1 [peidʒ] n.页；记录；大事件，时期；男侍者 vt.给…标页码 vi.翻书页，浏览 n.(Page)人名；(西)帕赫；(英)佩奇；(意)帕
杰；(法)帕日

258 pandemic 1 adj.（疾病等）（全国、全球i）流行的；普遍的 n.流行性疾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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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9 patients 1 ['peɪʃənts] n. 病人 名词patient的复数形式.

260 people 1 ['pi:pl] n.人；人类；民族；公民 vt.居住于；使住满人

261 perform 1 [pə'fɔ:m] vt.执行；完成；演奏 vi.执行，机器运转；表演

262 permit 1 [pə'mit] vi.许可；允许 vt.许可；允许 n.许可证，执照

263 person 1 ['pə:sən] n.人；身体；容貌，外表；人称 n.(Person)人名；(法、俄、德)佩尔松；(瑞典)佩尔松；(英)珀森

264 peter 1 vt.逐渐消失；耗尽 vi.使…精疲力竭 n.麻醉品；保险箱 n.彼得(男子名)

265 pfizer 1 n.辉瑞（美国制药公司）

266 preparing 1 [prɪ'peərɪŋ] adj. 准备的；预备的 动词prepare的现在分词.

267 pressure 1 ['preʃə] n.压力；压迫，[物]压强 vt.迫使；密封；使……增压

268 process 1 ['prəuses, 'prɔ-] vt.处理；加工 n.过程，进行；方法，步骤；作用；程序；推移 vi.列队前进 adj.经过特殊加工（或处理）
的

269 programs 1 [p'rəʊɡræmz] n. 程序；节目；课程（名词program的复数形式）

270 public 1 ['pʌblik] adj.公众的；政府的；公用的；公立的 n.公众；社会；公共场所 n.(Public)人名；(英)帕布利克

271 rate 1 [reit] n.比率，率；速度；价格；等级 vt.认为；估价；责骂 vi.责骂；被评价 n.(Rate)人名；(法、塞)拉特

272 reach 1 [ri:tʃ] vi.达到；延伸；伸出手；传开 vt.达到；影响；抵达；伸出 n.范围；延伸；河段；横风行驶 n.(Reach)人名；(柬)列

273 real 1 ['riəl, ri:l] adj.实际的；真实的；实在的 adv.真正地；确实地 n.现实；实数 n.(Real)人名；(德、西、葡、法)雷亚尔；(英)里
尔

274 recently 1 ['ri:səntli] adv.最近；新近

275 recognized 1 ['rekəɡnaɪzd] adj. 公认的；经过验证的 动词recogni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.

276 record 1 [ri'kɔ:d, 'rekɔ:d] vt.记录，记载；标明；将...录音 vi.记录；录音 n.档案，履历；唱片；最高纪录 adj.创纪录的 n.(Record)人
名；(法)勒科尔；(英)雷科德

277 register 1 ['redʒistə] vt.登记；注册；记录；挂号邮寄；把…挂号；正式提出 vi.登记；注册；挂号 n.登记；注册；记录；寄存
器；登记簿 n.(Register)人名；(英)雷吉斯特

278 related 1 [ri'leitid] adj.有关系的，有关联的；讲述的，叙述的 v.叙述（relate过去式）

279 reported 1 [ri'pɔ:tid] adj.报告的；据报道的 v.报道（report的过去分词）；报告；记录

280 reporters 1 媒体记者

281 requirements 1 英 [rɪ'kwaɪəmənt] 美 [rɪ'kwaɪərmənt] n. 必要条件；要求

282 respond 1 [ri'spɔnd] vi.回答；作出反应；承担责任 vt.以…回答 n.应答；唱和

283 same 1 [seim] adj.相同的；同一的；上述的（通常与the连用）；无变化的 pron.同样的事物或人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adv.同样地
（通常与the连用） n.(Same)人名；(意)萨梅

284 sanders 1 ['sændəz] n.檀香；砂纸 n.(Sanders)人名；(英)桑德斯(教名Alasdair、Alastair、Alexander、Alister、Elshender的昵称)；
(英、法、德、西、荷、瑞典)桑德斯

285 school 1 [sku:l] n.学校；学院；学派；鱼群 vt.教育

286 schools 1 [s'ku lːz] n. 学校；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.

287 section 1 n.截面；部分；部门；地区；章节 vi.被切割成片；被分成部分 vt.把…分段；将…切片；对…进行划分

288 see 1 vt.看见；理解；领会；觉察；拜访 vi.看；看见；领会 n.(See)人名；(英)西伊；(柬)塞；(德)泽

289 seek 1 [si:k] vt.寻求；寻找；探索；搜索 vi.寻找；探索；搜索

290 seen 1 [si:n] adj.看得见的 v.看见；理解（see的过去分词）

291 session 1 ['seʃən] n.会议；（法庭的）开庭；（议会等的）开会；学期；讲习会

292 seven 1 ['sevən] num.七个，七 n.七个，七 adj.七的；七个的 n.(Seven)人名；(土库、阿塞)谢文；(土)塞文

293 several 1 ['sevərəl] adj.几个的；各自的 pron.几个；数个

294 shipped 1 [ʃɪpt] adj. 船运的 动词shi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.

295 signed 1 [saind] adj.有符号的；已签字的；有正负之分的 v.署名；写下；预示；示意（sign的过去分词）

296 slow 1 [sləu] adj.慢的；减速的；迟钝的 vi.变慢；变萧条 vt.放慢；阻碍 adv.慢慢地；迟缓地 n.(Slow)人名；(英)斯洛

297 special 1 ['speʃəl] n.特使，特派人员；特刊；特色菜；专车；特价商品 adj.特别的；专门的，专用的

298 spokesman 1 ['spəuksmən] n.发言人；代言人

299 spread 1 [spred] vi.传播；伸展 vt.传播，散布；展开；伸展；铺开 n.传播；伸展 adj.伸展的

300 start 1 [stɑ:t] vt.开始；启动 vi.出发 n.开始；起点

301 strike 1 [straik] vi.打，打击；罢工；敲，敲击；抓；打动；穿透 vt.打，击；罢工；撞击，冲击；侵袭；打动；到达 n.罢工；打
击；殴打 n.(Strike)人名；(英)斯特赖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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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2 student 1 ['stju:dənt, 'stu:-] n.学生；学者 n.(Student)人名；(德)施图登特

303 study 1 ['stʌdi] n.学习，研究；课题；书房；学问 vt.学习；考虑；攻读；细察 vi.研究；用功 n.(Study)人名；(英)斯塔迪

304 such 1 [sʌtʃ, sətʃ] adj.这样的，如此的 n.(Such)人名；(英)萨奇；(德)祖赫

305 take 1 vt.拿，取；采取；接受（礼物等）；买，花费；耗费（时间等） vi.拿；获得 n.捕获量；看法；利益，盈益；（入场券
的）售得金额

306 taken 1 ['teikn, 'teikən] v.拿，带（take的过去分词）

307 Tennessee 1 [,teni'si:] n.田纳西州（美国州名）

308 TENS 1 十位

309 things 1 [θiŋz] n.事物（thing的复数形式）；用品；形势

310 tina 1 ['ti:nə] n.蒂娜（女子名）

311 two 1 [tu:] n.两个 adj.两个的 num.二

312 united 1 [ju:'naitid] adj.一致的，统一的；团结的，和睦的

313 universities 1 英 [ˌjuːnɪ'vɜːsəti] 美 [ˌjuːnɪ'vɜ rːsəti] n. 大学

314 until 1 [,ʌn'til] conj.在…以前；直到…时 prep.在…以前；到…为止

315 up 1 [ʌp] adv.起来；上涨；向上 prep.在…之上；向…的较高处 adj.涨的；起床的；向上的 n.上升；繁荣

316 use 1 [ju:z] n.使用；用途；发挥 vt.利用；耗费 vi.使用，运用 n.(Use)人名；(德)乌泽

317 used 1 adj.习惯的；二手的，使用过的 v.用（use的过去式）；（usedto）过去常做

318 vaccinating 1 ['væksɪneɪt] v. 接种疫苗；预防接种

319 visit 1 ['vizit] n.访问；参观；逗留 vt.访问；参观；视察 vi.访问；暂住；闲谈 n.(Visit)人名；(老)维西；(泰)威实

320 VOA 1 英 [ˌviː əʊ'eɪ] 美 [oʊ] abbr. 美国之音 (=Voice of America).

321 want 1 [wɔnt, wɔ:nt] vt.需要；希望；应该；缺少 n.需要；缺乏；贫困；必需品 vi.需要；缺少

322 watching 1 ['wɔtʃiŋ] vt.观看，守望；监视，注意（watch现在分词）

323 were 1 [wə:, wə] v.是，在（are的过去式） n.(Were)人名；(英、肯)沃尔

324 what 1 [hwɔt, hwʌt, 弱hwət] pron.什么；多么；多少 adj.什么；多么；何等 adv.到什么程度，在哪一方面 int.什么；多么

325 when 1 conj.考虑到；既然；当…时；在…时；如果 adv.什么时候，何时；（用于时间的表达方式之后）在那时；其时；当时
pron.那时；什么时侯 n.时间，时候；日期；场合

326 which 1 [hwitʃ] pron.哪/那一个；哪/那一些 adj.哪一个；哪一些

327 who 1 pron.谁；什么人

328 words 1 [wə:dz] n.[计]字（word的复数）；话语；言语 v.用言语表达（word的三单形式）

329 work 1 n.工作；[物]功；产品；操作；职业；行为；事业；工厂；著作；文学、音乐或艺术作品 vt.使工作；操作；经营；使缓
慢前进 vi.工作；运作；起作用 n.（英、埃塞）沃克（人名）

330 write 1 [rait] vi.写，写字；写作，作曲；写信 vt.写，书写；写信给；著述

331 year 1 n.年；年度；历年；年纪；一年的期间；某年级的学生

332 you 1 [ju:, 弱ju, jə] pron.你；你们 n.(You)人名；(柬)尤；(东南亚国家华语)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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